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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

南宋福建泉州清源山，天慶觀道士董思靖。 

 

《道德真經集解》，是(宋)董思靖注疏的宗教哲學

類書籍。 

道德真經集解又名:太上老子道德經集解。《道德真

經集解》四卷,南宋福建泉州清源山天慶觀道士董

思靖撰,著錄於明《道藏》洞神部玉訣類短字型大

小,卷前《序說》落款於淳佑丙午(西元 1246 年),

卷尾附寶佑丁醜天臺謝跋文和前恩平假守黃必昌

寶佑丁巳(西元 1257 年)後序。 

 

說明 

經名:道德真經集解。又名:太上老子道德經集解。

宋董思靖集解。四卷。底本出處:《正統道藏》洞

神部玉訣類。參校本:清光緒三年陸心源刊十萬卷

樓叢書本(簡稱十萬本)。 

 

《史記列傳》曰:老子者，楚苦縣瀨鄉曲仁裏人也。

苦音怙。縣本屬陳，因楚滅陳，故屬楚，即今之亳

州真源縣也。瀨或作厲，杜雲:瀨水出其西，故以

名鄉。姓李氏，名耳，字伯陽，諡曰聃。周守藏室

之史也，孔子蓋嘗適周問禮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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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摘 

《道德真經集解》是南宋道士董思靖輯錄前人《老

子》注解之作。經文的音釋內容在承襲陸德明《老

子音義》的基礎上有所變化。其變動部分或是注音

形式的更換,或是因對經文的理解不同而改變了陸

書的注音,展現出作者自己的抉擇。此外也有不見

於陸書的全新注音。這些內容顯示出音義體式在長

期歷史發展中形成了複雜多樣的特點。（源 360） 

---- 

知青百家書屋 82 

 

雲南知青網 資料庫編輯 傾情奉獻   

E-mail: ynzq111@qq.com 

http://www.cnzq.org/disport/upload/forum.php 

 

來源公益，傳播公益！ 
請勿用於商業目的、與個人私利！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《参考资讯：泉州道教》 

 

早在秦漢之際，泉州就有隱者和方士巫術的活

動。道教在泉州流傳一千多年，宋代以後，儒、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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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為格局的文化思想形成，對泉州社會產生重大影

響，泉州的歲時、婚事、生育、壽慶、喪事。營建

和避邪等民俗，無不打上道教的烙印。此外，泉州

的地方戲曲、雕刻藝術、醫藥、體育民間文學等，

都深受道教的影響。由於道教傳入泉州時間極早，

在魏晉時就已初具規模，因此泉州老地名受道教影

響頗深，如龍頭山、天公觀、城隍口、天後路、二

郎巷、土地後等。泉州地區至今仍流行一些道教風

俗，如"龍宮獻寶"、"土地公 土地婆"、"天公生 敬

天公"等。 

基本資訊 

中文名 泉州道教 

外文名 TheTaoisminQuanzhou 

道教聖地  清源山  標誌 老君岩 

歷史 

早期巫術傳說 

據五代徐鉉撰《稽神錄》載，漢代泉州有一個善

禁祝巫術的人叫陳寨，為人治病多愈。時有一個漳

州人叫蘇猛，其子病狂，人莫能治，乃往請陳寨。

於是設壇廳中，劈蘇氏子，取出心臟懸於東壁，然

為家犬所食。陳寨急於出門而去，頃刻，手提心臟

入廳，塞入蘇氏之腹，其腹遂合無恙。蘇氏子醒，

但連聲高呼"遞鋪!遞鋪!"蘇氏家人見狀，莫知緣

由。後來才知道是陳寨取驛吏之心而活蘇氏之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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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兩個傳說，一為屍解成仙，一為方士巫術，其

內容荒誕不經，但它反映了古代泉州道教流傳以前

的方士巫術活動的情況。 

 

泉州 早的道觀 

西晉太康年間(280-289 年)，在泉州府治南建置

了該地 早的道教宮觀，稱白雲廟(玄妙觀的前

身)。東晉末年，信奉五斗米道的盧循農民軍敗退

入番禺，控制晉安郡，時間長達一年多，道教在泉

州的影響擴大。據乾隆《泉州府志·方外》記載，

南朝的梁代時，泉州的惠安靈鷲山上，據傳有唐

公、寶公、志公、化公和郎公等五個道士隱居，並

在山石上刻符五道及鑿刻"五公山"三個大字。 

 

唐朝泉州的道教 

唐朝的 高統治者崇奉道教，奉老子為其祖先，

所以泉州的道教得到地方官員的宣導，發展很快。

唐朝中後期，北方戰亂較多，泉州地處東南海隅，

受戰亂影響較少，社會相對穩定，經濟、文化發展

較快，人口較多，為道教的傳播提供了重要的條

件。80 年代中，在泉州東門外東嶽行宮附近，發出

一座唐墓，其劵頂墓磚列印有"乾封二年(667 年)，

刺史上柱國";另一面列印"武呂中平安大吉"。此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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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墓磚，抗日戰爭期間莊為璣教授在泉州安溪縣

城郊也有發一現。這是唐初泉州道教盛行的物證。 

唐朝泉州興建的著名道觀，有原來的白雲廟于神

龍元年(705 年)改為中興觀，開元年間改名為隆興

觀。據《八閩通志》載，泉州開元觀在極宮右，唐

神龍初建，名龍興。開元年間(713-741 年)，改為

開元觀。此外，還有城西南的金粟崇真觀和行春門

外的紫極宮。 

唐朝，泉州出現一批著名道士和著名道教學者，

對道教在泉州的傳播起了推動作用。如道術精深的

道士蔡如金修隱於清源山;道士鄭文叔修煉于晉江

紫帽山;著名道士蔡明浚修煉于晉江靈源山，他和

虹岩道士羅山甫及泉州名士歐陽詹等三人有合煉

道術之雅號。惠安縣著名道士吳崇岳，入泉州龍興

觀為道士，專攻收精煉氣道術，被朝廷賜號為"通

元先生"還有南安縣高田山道士楊樵，精於道家的

岐黃之術。著名的道教學者有唐咸通年間(860-874

年)流寓泉州的羅隱。他流寓閩中，嘗游晉江羅裳

山和惠安螺山修真學道，其行蹤被人們附上神奇的

浪漫色彩，編成《畫石馬》等故事廣為流傳。唐建

初(780 年)，避亂入閩的詩人秦系，他卜居泉州南

安九日山右峰，彌年不出，精心致力於《老子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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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箋注。鄉人為紀念他，號其山峰為"高士峰"。"

高士峰"三個篆體大字，蒼勁古樸，今猶存焉。 

 

五代泉州的道教 

五代時閩王政權推崇佛教和道教。晉江王留從

效、節度使陳洪進，既推崇佛教又宣導道教。他們

親近道士，興建道教宮觀。五代末，留從效改建紫

極宮於泉州城迎恩館之西廡，陳洪近則興建奉先

觀。五代閩王王延昶拜著名道士、道教學者譚峭為

師，並賜號為"金門羽客正一先生"。南唐主則賜號

譚峭為"紫霄真人"。乾隆《泉州府志·方外》載，

譚峭，字景升，泉州晉江人，國子司業洙的兒子。

博學能文，嗜好黃老之術，雲遊終南山、華山、岱

山、諸名勝。拜嵩山道士為師，學得辟穀服炁之術。

後居江西廬山棲隱洞。晚年回歸泉州本籍，修煉於

北郊清源山紫澤洞。 

譚峭為五代泉州著名道士，在全國道教史上亦佔

有重要的一席位置。他的道教著作《化書》流傳至

今。 

宋代時興盛 

宋代，泉州受北方戰亂影響較少，經濟、文化繼

續發展。元佑二年(1087 年)設置市舶司，海外貿易

地位與廣州、明州同列。宋政權南渡，竭東南之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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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支天下之全費，泉州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地位急

速上升，集儒、道、釋文化之大成的理學也十分盛

行。泉州的道教經歷唐、五代時期的發展，至宋代

進入儒、道、釋合一的新時期。 

宋代，泉州興建或重修大批道教宮觀，僅方志上

記載的就有天慶觀、廣孝觀、淨真觀、柏庭觀、碧

虛觀、東嶽行宮、城隍廟、法石真武行宮，清源山

純陽洞、北斗殿和真君殿。還有惠安的崇真觀，安

溪的通元觀和南安的徐道庵等。 

宋代泉州出現不少著名的道士。他們或善書法，

或精于岐黃，或有種種靈異而名聞於世。如精於琴

法的天慶觀道士蘇紹成，朱熹前往拜訪，贈"廉靜"

二字，且為其琴作銘。以清修道學著稱的天慶觀道

士陳以文，慶元年間(1195-1200 年)賜號守素沖虛

大師。"頭戴通草花，行歌於市"的清源山純陽洞的

裴道人，清源山天柱峰的道士林道和法石院的碧桃

道人，都是當時著名的道士。 

宋代，泉州道教學都博覽廣采道家經書，著書立

說，對後世影響較大。如名宦呂惠卿(1032-1111

年)，泉州人，進士出身，累官參知政事，原為王

安石新政的支持者，元豐元年(1078)，向神宗皇帝

上表章，並遞上所撰《道德真經傳》4 卷，希冀作

為治國之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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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慥，泉州晉江縣人。紹興十一年(1141 年)，

擢太府正卿，總領湖、廣、江西財賦。紹興十七年

(1147 年)，任虔州知州。他編纂巨著《道樞》，主

張"學道以清淨為宗，內觀為本"。 

宋代居住泉州的士大夫都很重視對道教諸神的

崇奉，他們都借對道教神仙的祀奉來宣傳儒家思

想，或為發展海外貿易服務。如嘉佑二年(1057

年)，侍郎趙涯創建烈廟(即以後的府城隍廟)，以

城隍廟與地方官陰陽互為表裏，治裏泉州。嘉定、

紹定間兩度知泉州的真德秀，多次寫《真武殿祝

文》，到法石真武行宮祀道教玄天上帝，以祈消彌

水患，保證農時。紹興二十二年(1152 年)，尚書張

汝錫修建東嶽行宮，以祀道教四方神之一的東方青

帝。知州倪思很敬重天慶觀道士陳以文。理學家朱

熹敬重道士蘇紹成。真武廟又成為宋代泉州"郡守

望祭海神之所"，商人外出經商，企求神靈保佑，

香火旺盛，從一個方面反映了宋代泉州海外貿易的

發展。 

 

元代時發展 

元代，元太祖和元武宗均尊崇道教，經常賜封著

名道士，所以元代泉州的道教也很興盛。《元典章》

載，道士可免除差役，為元泉州道教的發展提供了

有利條件。《元典章·禮部》載，中央設宣政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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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德使司兩個衙門，專門管理"和尚先生"(包括僧

人和道士)等各門宗教僧人，且在地方各路、府、

州、縣設置下屬機構，稱僧錄司、僧正、都綱等，

具體管理地方各門宗教。皇慶二年(1313 年)，元廷

又同意各處路、府、州、縣的寺觀，推舉"有德行，

知佛法"的長老，由"眾和尚(包括道士)保舉"，經

有司批准而季任為"僧官"，以處理寺廟宮觀內外事

務。至元十八年(1218 年)，著名阿拉伯人後裔蒲壽

庚，時膺任福建行省左丞，與受道學影響極深的兄

長蒲壽#$%& ，兩人"協力捐財"，重建清源純陽洞

道、佛寺觀。至元二十一年(1284 年)，蒲壽#$%& 之

孫蒲一卿與萬戶孫信齋，再次協力修繕清源山純陽

洞道、佛寺觀，至今名留摩崖之上。元貞元年(1295

年)，改泉州天慶觀為玄妙觀。 

 

明代民間盛行 

明代，據《續通志·職官略》記，中央置"道錄

司";府置"道紀司"，設都紀、副都紀各一個;州置"

道正司"，設道正一人;縣置"道會司"，設道會一

人。明朝政府這種管理道教事務的官史，一般由道

士充任，只設官職，不給俸祿。泉州"道紀司"設在

玄妙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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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前半期，道教仍然盛行，泉州修建不少的宮

觀，如洪武年間(1368-1398 年)，重修建紫帽山金

粟真觀。惠安人楊必祿、張崇道重建惠安東嶽行

宮。乾隆《泉州府志·壇廟寺觀》記，明初，有紀

道士寄寓泉州玄妙觀，其徒為著名道士董伯華。明

朝中期，封建統治思想支柱是儒家思想，視道教為

異端，但又強調"神道設教"以助教化，又吸收道教

某些思想來充實儒家思想，作為封建統治的有效工

具。故明朝中後期，上層道教雖然逐漸衰微，然民

間道教仍然十分盛行。如永樂(1403-1424 年)、天

順(1457-1464 年)、成化(1465-1487 年)年間，屢

次修建泉州紫極宮;正統九年(1444 年)，道士吳雲

靖於紫帽山建古玄室;景泰三年(1452 年)，重修德

化崇道觀;宣德年間(1426-1435 年)，李森建安溪清

溪宮;景泰年間(1450-1457 年)，道士陳靜懷重建惠

安科山寺;天順年間(1457-1464 年)，李森興建龍津

觀。 

明代泉州也出現一些著名的道士，如吳雲靖、董

伯華。董伯華，晉江人，得道于吳雲靖，後屍解清

源山紫極宮。伯華在世，"贈所善郭姓風、雷、雲、

雨諸畫像，及雷石一塊，磨水可以愈疾"。這四幅

畫像，被稱為"四顧眼"，即欣賞者無論從哪一個角

度看，畫中的風、雷、雲、雨諸神的兩隻眼睛，都

與欣賞者的兩隻眼睛相對，所以稱"四顧眼"。堪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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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泉州地方圖畫之絕技。如今，這四幅畫仍然完

好保存於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。 

本世紀 50 年代初，廈門大學人類學教授林惠祥

來泉州考古，據傳泉州東街郭氏後裔仍然保存著祖

傳道教雷公石和雲、風、雷、雨神圖，立即拜訪郭

家。其後裔表示雷公石可贈與廈門大學，但"四顧

眼"圖畫則不知去向。50 年代末，廈門海關發現"

四顧眼"圖畫，送還泉州。 

我國民間早有雷公的傳說，以為雷公一手拿斧，

會從天上打下來。漢代山東武氏祠石室的石刻，便

有雷神像。宋朝沈括的《夢溪筆談》雲:"世人有得

雷斧、雷楔者，雲雷神所墜，多於震雷之下得之"。

這就是說，遠古人類的石器埋于地下，雷雨後因流

水沖刷，露出地面，被人發現，不知為何物，大驚

小怪，於是便產生迷信，甚至要用雷公的威力來避

邪治病。明朝李時珍的《本草綱目》也把雷公石列

為藥物之一，並注明其功能是"主大驚失心，恍惚

不識人"，其用法是"並石淋，磨汁服，亦煮服"。 

泉州的雷公石，其實是新石器時代的石錛，呈長

方形而扁平，長 14.3 釐米， 闊處 6.3 釐米，

厚處 2.2 釐米。刃口一面斜削，另一端原應是平的。

但已被磨水治病，磨成渾圓了。雷公石今保存於廈

門大家人類學博物館。明代董伯華的風、雲、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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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畫和雷公石的重被發現，為我們研究明代泉州道

教思想文化，提供了實物。 

明代泉州也出現一些著名的道教學者，如進步思

楊家李贄、官紳陳用賓、解元李光縉等。 

 

清代開始衰微 

清代， 高統治者採取重佛抑道的政策。乾隆皇

帝時，正一真人的官階由二品降到五品，並禁止其

差遣法員傳度。又限制天師的的職權，只准許他統

馭本山道眾。道光皇帝時，宮廷停止了傳統的天師

朝覲禮儀，上層道教的地位日益衰微。但是清朝統

治者仍然繼續利用民間道教，作為維護其統治的補

充。所以泉州的民間道教仍然流行。據《皇朝文獻

通考·職官考》載，清朝道教職官承襲明制。泉州

"道紀司"仍設於元妙觀(康熙間避諱改名)。明清

時，泉州正式道士必須到江西龍虎山天師府受籙，

方能取得道職。 

清政府為了"有助教化"的目的，對泉州一些重要

的宮觀屢加修繕，因此一部分道教宮觀得以保存。

如元妙觀、東嶽行宮、府(縣)城隍廟、北帝廟、法

石真武廟。清代泉州地方政府也對一些重要道教

觀，提高祭祀規格以利教化。如清初對府、縣城隍

廟進行春秋二祭、光緒十九年(1893 年)，對泉州城

裏三教鋪龍宮廟的城隍神，敕加"昭威"封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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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，泉州也出現一些著名的研究道教的學者，

如康熙間宰相安溪人李光地。 

民國時期 

清末以以後，泉州的道教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，

以及受外來宗教文化(基督教、天主教)的衝擊。特

別是 20 世紀 20、30 年代，泉州地區曾經出現破除

迷信的運動，民間道教受衝擊 為嚴重，許多宮

觀、禮器遭毀，道士有的被迫改行，多數則散佈于

民間，為人齋醮、度亡、做法事度日子。因此很難

找到有關道教理論修養較高的道士。據民國初年統

計，泉州城及近郊的道士尚有二三人。即使是泉州

早、 大的道教宮觀--元妙觀，也中是在三清殿

裏住著幾個外省來的全真道士，亦因與本地世俗化

了的道士不和，住觀不久即紛紛離去。其時，地方

不靖，軍閥混戰，土匪猖獗，宮觀常為駐軍佔據，

而山林岩洞更為土匪巢穴。民國八年(1919 年)，泉

州清源山南台岩道士楊吾善，即為土匪劫殺。 

民國初期，泉州道士必須到江西龍虎山受籙，方

可取得正式道職。後來此制度逐漸廢弛，而簡化為

抄寫受籙捷報、路引、關文、符籙作為入道手續。

泉州的道士分為中尊，紳士，通過評議認可，並向

"道紀司"和政府有關部門備案，稱"納尊"。經"納

尊"儀式，方可承認為"中尊"。 



 - 14 -

泉州、晉江、南安等地，歷來是富庶僑區，民間

道教很盛行。本地的道士多為正一派，又多為在家

道士，不持齋。這些道士《正一經》，崇拜鬼神，

畫符念咒，驅鬼降妖，祈福禳災。這些世俗化的正

一派道士，與外地來的全真派道士有矛盾。如泉州

城區元妙觀的前殿為外地全真道士住持，主張修

持，祀三清，但經濟收入甚微。而後殿為本地世俗

化正一派道士住持，為人做法事，經濟收入甚豐。

因此觀內兩派道士經常摩擦，後經泉州地方著名紳

士探花黃貽揖調解而一度趨於緩和。但前殿全真派

道士因收入微薄，生活無道，先後離去。至於各縣

和鄉間宮觀的道士，全靠所在地做法事維持生計。 

民國時期，泉州道教表現了儒、道、釋合一的特

點。這個特點，早在宋代開始出現，經元、明、清，

可以說合儒、道、釋而形成一個越來越龐大的神團

系統。在這個神團系統裏，有孔夫子、關夫子、玄

天上帝、如來佛祖、菩薩、十八羅漢、地府閻君、

祈仕媽、保生大帝、天妃、和不知名的王爺、夫人

媽，不家歷史人物蔡襄、張巡、陳元光、鄭成功，

等等。可謂儒、道、釋和雜神濟濟一堂。這種三教

合一的廟宇十分普遍，而特別著名的有泉州城門內

南門天妃宮和石獅永寧鎮的虎岫寺。因此，一些道

教宮觀逐漸被改造成以祀佛為主的寺廟，同樣，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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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些佛教寺廟被改造成為道教神仙為主的宮

觀。這成為當時泉州道教傳播的一大特點。 

 

1949 後 

1949 後，泉州設立宗教局，指導管理各門宗教。

1954 年，泉州市文化館組織"道情組"，成員包括泉

州市區、晉江和南安等地的道士，搜集整理流傳在

泉州地區的道教音樂、舞蹈。如"龍宮獻寶"、"五

梅花"、"玉如意舞"、"土地公 土地婆"、"鍾馗戲

鬼"等。有的節目還參加晉江專區、泉州市的文藝

匯演和踩街活動。1957 年 4 月，泉州東嶽廟道士陳

犁頭赴北京，參加道教協會成立，選舉陳犁頭為會

長。 

1965 年，泉州道教停止活動。"文化大革命"期

間，元妙觀、府城隍廟被拆毀改建，沒收法器，道

士改行。1980 年以來，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，間

斷多年的宗教活動逐步得到恢復，泉州一些著名道

教宮觀相繼修復和開放，如泉州城區的東嶽廟、府

城隍廟和永寧鎮的城隍廟，永春縣城的桃源殿(玄

天上帝宮)等。1989 年 12 月，泉州市區道教文化研

究會成立(1997 年改名泉州市區民間信仰研究

會)，出版《泉州道教文化通訊》、《泉州道教文

化研究》和《泉州民間信仰研究》等季刊。1995

年 5 月，泉州道教協會成立，會址設元妙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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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泉州道教傳播 

明、清時期，隨著臺灣的開發，許多泉州人渡海

到臺灣墾殖，道教也東傳臺灣。同時，西方殖民者

東來，佔據東南亞各地，為了掠奪當地資源，需要

大量的勞動力。其時，苦於殘酷封建掠奪和戰亂的

泉州人，迫于生計，大量移民東南亞各國。鴉片戰

爭後，根據不平等條約，有更多的泉州苦力被往東

南亞、美洲和澳洲。鄭成功收復臺灣後，從泉州遷

徙數萬人到臺灣墾殖，他的後代繼續從泉州移民臺

灣。施琅統一臺灣後，又遷移許多泉州人開發臺

灣，這些泉州的移民帶去了泉州的道教信仰。如石

獅市永寧鎮城隍廟分爐臺灣鹿港等地，多達 100 多

座;安溪縣城隍廟分爐臺北等地，多達 200 多座。

據《泉州市華僑志》載，1841 年至 1875 年，泉州

地區出洋人數達 164280 人，年平均出洋人數 4694

人;1906年至1911年，泉州地區出洋人數達198377

人，年平均出洋人數達 33063 人。泉州的道教文化

亦隨移民向世界各地傳播。 

道光年間，有泉州籍人在新加坡建立道教天公

壇、天福壇、天福宮。民國 14 年(1925 年)，泉州

岳廟道士陳高迨旅居新加坡，設立混元道堂，傳播

道教文化。陳高迨的第三子陳國顯、四子陳國銘父

職。故今日新加坡的道士，均為陳氏的嗣傳。法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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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學家施舟人教授，研究道教法事儀式，赴新加坡

拜陳氏為師，成為陳氏道家第 24 代嫡傳弟子。 

著作 

五代以後，泉州出現不少道教著述，其中一些著

作對泉州乃至全國道教的流播起了促進作用。同

時，也對保存我國的道教思想文化作出了貢獻。泉

州主要道教著作分列於下: 

五代。有譚峭撰的《化書》6 卷，即《道化》、

《術化》、《德化》、《仁化》、《食化》、《儉

化》。其道學理論多出於黃老，其間糅合儒家的思

想，有的篇章具有樸素的唯物論思想，至今仍有積

極意義。如《化書·術化》雲:"至淫者化為婦人，

至暴者化為猛虎，心之所變不得變。是故樂者其形

各，喜者其形逸，怒者其形剛，憂者其形威，斯亦

變化之道也。小人由是知顧，六尺之軀，可以為龍

蛇，可以為金石，可以為草木。大哉斯言!"所謂"

至淫者人為婦人"句，為社會對婦女的偏見，然《心

變》一篇卻道出心變人則變的樸素辯證法。即使有

六尺之軀，只要心變壞了，其人的價值不如草木。 

宋代。有呂惠卿撰的《道德真經傳》4 卷、《莊

子解》10 卷、《中太乙宮碑銘》等。《道德真經傳》

4 卷，收入道教經籍總匯--《道藏》。此書所說的

主要是宋神宗"以高真之質而出應君師，以妙本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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餘而形為事業"，這樣的皇帝就可以"同天下華胥，

見神于姑射"了。意思就是說，皇帝以《道德經》

為準則治理國家，那麼老百姓就能像姑射山上的仙

人那樣生活于無憂無慮之中。 

曾慥撰的道教巨著《道樞》，全書 42 卷。涉及

道教的哲學，如太極、坎離、黃庭、陰符、坐忘、

水火、服氣、煉精、胎息、返真，等等，各輯為專

篇，並列諸家之說。全書所收道教丹家，都引原著，

並注其真名，為研究道教煉養方術的重要著作。如

《坐忘篇》上(卷二)雲:"心者一身之主，神之帥

也。靜而生慧矣，動則生昏矣。學道之初，在於收

心離境，入於虛無，則合道焉。"這裏提到的所謂"

收心"，即為內煉的基本功。所謂"虛"者，即"有聞

如不聞，有見如不見焉。毀譽善惡不入於心，其名

曰虛。心虛則安心，安則道自來矣。"這便是道教

和《道樞》提倡的煉養方術的理論。 

此外，《道樞》收集不少宋徽宗等帝王儒士的養

生心得，提出"導養之方，治性保形，行之不怠，

進行長生"的理論。這些煉養方術，既有辯證的成

分，也有主觀唯心的理論。所以《道樞》一書，不

失為中華文化和中華科學發展史的重要組成部

分。明代，《道樞》一書被收入道教經籍總匯--《道

藏》。清代，又被收入《道藏輯要》。曾慥的道教

著述還有《至遊子》2 卷和《集仙傳》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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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宋代泉州人的道教著述還有留元剛撰的

《雲峰入藥鏡序》。劉驥撰的《老子通論》2 卷。

陳權撰《道德經注》。黃址撰的《南華真經解》等。 

明代，據民國《福建通志》、乾隆《泉州府志》，

泉州市地方誌編輯委員會編的《四庫全書總目·泉

州人著作目錄提醒》，以及泉州市區道教文化研究

會編印的《道教文化研究通訊》等書輯錄，泉州人

的道教名著有:汪旦撰的《道德經注》、《黃庭經

注》、趙建鬱撰的《參同契釋》，李贄撰的《老子

解》2 卷、《莊子內篇解》2 卷和《易因》2 卷，陳

用賓撰的《悟真篇注疏》、《還真大旨》、《大道

指南》和《道德經契心錄》、郭宗盤撰的《老子解》

4 卷、《莊子解》4 卷，周茂中撰的《黃庭經注釋》、

《參同契注釋》、《悟真篇注釋》和《感應篇注釋》，

蘇希栻撰的《莊子注抄》4 卷，李光縉撰的《南華

膚解》，鄭字明撰的《陰符經注》1 卷、《道德經

注》2 卷，黃喬棟撰的《老子解》，韋際明撰的《南

華經注》1 卷、《儒道釋考》3 卷，吳載螯撰的《陰

符經運灼》，戴亮策撰的《老氏驪珠》、《南華知

知解》，林欲揖撰的《道德經注》2 卷，陳洪壁撰

的《參同契解》，洪天馨撰的《參同契解》、《悟

真篇解》，陳榮選撰的《道德經解》和《南華經解》。 

明朝中後期，泉州人李贄(1527-1602 年)著《易

因》，後被收入道德經籍總匯《道藏》。李贄的晚



 - 20 -

年，用七年時間研究《周易》。據李贄的學生汪本

鈳的《卓吾師先師告文》雲，李贄讀《周易》的情

況是"每卦自讀千遍"，達到"忘食忘寢"的地步。李

贄作《周易》的目的，是對歷代注解《周易》之書

的不滿，以為多屬臆測附會，使"《易》道大喪"，

遂欲自著《易因》，闡發《周易》經傳之本義。李

贄認為孔子以後的《易》學，多悖《周易》大旨，

所以他自命說"夫子之所攸賴"，擔當起疏理《易》

義的重任。後李贄又避禍入河南商縣的黃檗山中繼

續研究《周易》，修改《易因》，直到友人馬經倫

保護他到河北通州，乃繼續修改《易因》。一直到

他被捕入獄前，《九正易因》方告脫稿。所以這是

他 後學術著作。 

清代，因為上層道教的衰微，地方世俗化的民間

道教的盛行，所以泉州人研究道教的著作就不多

了。有陳年撰的《陰符經解》2 卷，王命嶽撰的《感

應篇引經征事》2 卷，黃志美撰的《金丹指南》，

李光地撰的《陰符經注》2 卷、《參同契章句》和

《鼎符》，蔡起撰的《道德篇》，黃煜撰的《修真

要言》，李日升撰的《讀老牖規》等。 

近現代。民國以來，泉州的道教因受新文化運動

和外宗教文化的影響而進一步式微，道教的著作更

少了。唯有民國時期的周子秀撰的《性命圭旨評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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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手抄本)、輯的《諸真語錄》(手抄本)和輯的《呂

祖仙經》(手抄本)。 

社會影響 

道教在泉州流傳一千多年，宋代以後，儒、道、

釋為格局的文化思想形成，對泉州社會產生重大影

響，泉州的歲時、婚事、生育、壽慶、喪事。營建

和避邪等民俗，無不打上道教的烙印。此外，泉州

的地方戲曲、雕刻藝術、醫藥、體育民間文學等，

都深受道教的影響。 

對民俗的影響 

泉州保留不少與道教有關的民俗。泉俗正月初九

日叫"天公生"，即天誕，也稱"天香"，為玉皇大帝

的生日，要舉行各種活動"祈年拜天"。正月十五日

(上元)夜張燈，舉行迎神賽會，謂之"進香"。按舊

俗，每年正月，泉州城區要舉行盛大的眾神大遊

行，自清早至深夜，盛況空前。乾隆《泉州府志》

引《溫陵舊事》詳細記載清代泉州的遊神活動的盛

況。每年正月，各鋪、境推舉出德高望重。而且富

於資財都為主事，集合資金，定期設醮，然後迎神，

周巡其境。境內居民，家家戶戶置幾案，焚香楮甚

恭虔。如紳富之家事先有祈請，則負責妝神像，名

叫"賽答"。飾假面具，高擎其座及於門楣、屋簷。

正神入座後，其前行開道者為"某將軍、某元帥"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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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教雜神，皆由人妝飾入座，挺立抬中。遊行時道

路高低轉折，挺立者"凝然不動，足稱絕技者"。遊

行隊伍中的樂器，有馬上吹、步吹、五音銅鼓;旗

之部有高招旗、五方旗、帥旗、三軍司令旗、清道

旗、飛虎旗、巡視旗;執事則戈、鋌、矛、戟、劍、

箭架、盾、刀;還有材官、騎士、奚奴、軍校、蒼

頭、旗手之類。神像有四人抬和八人抬兩類，視其

神格而定。抬吳真人、天妃神像等採用緩步而行，

而其他諸神像皆採用賓士衝撞，其"疾如風，雖奔

馬弗及"。隊伍中的"異飾面，極為醜態，鳴鼓助喊，

以為神威。"而神行列之"前為道士，又前為鼓吹，

又前為巡逆，虎冠假面為厲鬼之形。"凡一日之會，

大抵如此。 

入夜，其首事者鳴鑼知各家"門首點燈，二更時

呼出燈牌、火把"。於是，不論大小人家，各持一

盞長柄方燈，或執香燈，上書寫"風調雨順"、"祈

保平安"。每間隔十步，就有一個四人抬的鐘、鼓

架，四周飾以燈火、錦、緞、流蘇。鼓鳴于內，鐘

聲應於外。又有一種類似鐘、鼓架的"香架鼓吹"，

形如"吳下酒船，長河官座，四周紗屏，畫山水人

物，皆名筆也。燈火三層,爇沉檀其上，香聞數裏

矣。"而整個遊神的行列中，"關大帝。吳真人燈牌，

以數千萬計，鐘鼓架、香架同，以數百計，火炬亦

千百計"。是夜，泉州城區的盛況是"長街一望，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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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宿，如燎原"。 後，府志補記:"凡茲皆不招而

至，不約而同，欣欣而來，滿願而歸者。"以上記

載，表明清代泉州民間道教的盛行，也表明清代泉

州道教的某些儀式活動，已演變成為民間習俗，而

逐漸成為泉州民俗的一部分，有的一直延續到今

天。今日泉州地區鄉間民俗的"巡境"和臺灣民間的

"巡境"民俗活動，皆淵源於此。 

乾隆《泉州府志·風俗》引隆慶《泉州府志》雲，

這種盛大遊神活動，居民負擔頗巨，"多者費數百

金，少者亦不下十金"。又引萬曆《泉州府志》雲，

遊神之舉，"妝飾神像，窮極珍貝，閱游衢路，因

起爭端"。再引《閩書》雲，"泉中上元後數日，大

賽神像，妝扮故事，盛飾珠寶，鐘鼓震 

按泉州道教民俗，正月十五日天官賜福，各家要

祭祀祖先和吃元宵丸。三月，清明節，俗稱鬼節，

各家要祭祀祖先和掃墓。五月五日，是端午節，家

家戶戶大門插松艾避邪，以紙紮大舟和五方瘟神，

然後焚之。七月七日，為七娘夫人神誕，各家設神

案敬七娘媽，並焚燒"七娘紙橋"。七月十五日，為

中元節，據傳是日地官赦罪，各家做"普度"祭祀祖

先和無祀鬼神。八月仲秋日，以薯、芋和月餅祀神

與祖先。十月十五日，為下元節，據傳水官解厄，

沿溪河居民做"水普"。十二月廿三日，要祀灶神，

謂之"送神"。據傳是日灶神上天，各家設酒菜佳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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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之，希望在天帝面前多講好話。十二月廿九或三

十日，各家隆重祭祀神和祖先，"燒過年金"，吃團

圓飯。此外，每月的初一、十五日要敬天公，初二、

十六日要祭土地公。晉江石獅市區城隍廟的"七大

巡"神的生日，也成為民俗節日，其盛況罕見。還

有許多鋪、境的道教俗神的生日，也都演變成為地

方民俗的節目。 

古代泉州還有雕刻石獅鎮風、鎮邪的道教風俗。

泉州道教的堪輿家認為"甲卯風為風水之大忌"，故

刻"石頭風獅"以鎮風。現在泉州隨處可見單只的昂

頭朝前的"風獅"。此俗現在金門縣仍然很流行。風

獅往往置於村口大道旁，或置於自家大門口。而現

在則發展為石獅鎮邪，往往於大門口兩旁各堅立石

獅，昂首雄踞，既是作為鎮邪之用，亦可作為藝術

品點綴。 

泉州還有一種與道教風俗有關的風俗，即私家住

宅朝巷口正中(即丁字街口)，必須於朝巷(街)正中

的牆面上刻上一個獅頭。這種刻"石敢當"鎮邪的風

俗，在泰國首都曼谷也可以見到，可知"石敢當"也

是曼谷華裔驅魔祛災的保護神。據傳"石敢當"是古

代大力神，專司抓鬼、鎮邪。據傳《閩中金石志》

載，宋慶曆五年(1045 年)，張緯知莆田，"再新縣

中堂，治地得石，銘文曰:石敢當，鎮百鬼，壓災

殃;官吏福，百姓康;風教盛，禮樂張。大曆五年(7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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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)四月十日也"。可見，立"石敢當"的社會功能是

避邪、鎮鬼，為百姓和官吏造福，且為儒家的教化

服務。這種民俗在今日的泉州、莆田、福州和閩西

還很流行。如今，有的則於巷口的牆下，築一座祀

土地公的小廟或刻"四洲佛"像替代，道教信眾認為

可以避邪。 

此外，民間婚事的"拜天"、"謝地"慶典，以所謂

"生辰八字"測算;民間的求子和其他婦幼問題，即

找祈仕媽祈禱;壽慶要拜天、謝天;喪事要做功德，

超度亡魂;破土建屋要舉行"安土"、"上樑"、"鎮宅

"等儀式;造船航海，從開斧動工到造龍骨、安桅、

落成下水，都要舉行法事。避邪的形式，除前文說

過的"石敢當"、土地公、四洲佛以外，有的在屋樑

上、門楣上、廳堂中、照牆上等，懸掛八卦圖案。

還有，古代喪葬，下葬處要埋下"買地券"，標明墓

地四至，寫上道教咒語，並於墓地樹石碑，上刻"

土地神(即土地公)三個大字。今此葬俗已演變為樹

"後土"石碑。 

對地方戲曲的影響 

泉州的"法事戲"又稱"打城戲"，原為僧、道法事

後的餘興，以後逐漸由法事儀式而搬上舞臺。

初，是道士在做功德超度亡靈時，桌上紮一個紙

城，寓意亡靈囚於城中受苦，救苦道士要引渡亡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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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城， 後破城門而入，救出亡靈。其方式是一女

子披上頭巾代表亡靈，一男子(由道士妝扮)代表道

士對著說唱。這種儀式也叫"打桌頭城"。 

後來，發展為"打地上城"。演員由原來的一男一

女，發展至一二十人，有佈景、道具和劇碼，在廣

場表演。後又發展為舞臺戲劇。其表演藝術、科步、

身段、曲調，有的吸取提線木偶的表演藝術，又吸

收梨園戲技藝和京劇的武技，形成一個別具一格的

地方戲曲形式，是為泉州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劇

種，且馳名於臺灣和東南亞各地。道教法事中的法

樂和打城戲中的道情調樂典及打擊樂，是泉州民間

文化的藝術珍品。其武打的技藝，又與傳統的南少

林拳有著密切的淵源關係，為南少林拳術在泉州的

活文物。 

對泉州藝術的影響 

神佛造像、廟宇的出現使泉州雕塑、建築出現新

的氣象。清源山老君石雕坐像高 5.1 米，厚 7.2 米，

寬 7.3 米，為北宋的巨型石刻，刀法柔和而有力，

線條簡練，衣褶分明，兩眼深邃平視，耳大垂肩，

左手按膝，右手靠石幾，閒逸安詳，它既精緻，又

不失誇張，很有特色，堪稱宋代石像雕刻藝術代表

作，現在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元妙觀紫微殿

的六角形石柱上的透雕石龍盤旋飛舞,昂首騰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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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中前殿兩廡的 28 宿泥塑像，出自民間著名匠師

之手，形態各異，有很高的藝術價值。而清乾隆年

間塑造的府城隍廟照牆上的大幅麒麟彩色琉璃浮

雕，是泉州道教雕塑藝術品中之佼佼者。 

明代道士董伯華所繪的"風、雲、雷、雨"4 幅道

教神像，即被稱為"四顧眼"的珍品，是古代泉州道

教藝術的代表作。 

此外，元妙觀、東嶽行宮的主殿建築形式，都採

用重簷歇山頂建築，整體美觀穩重，內部空間廓

大。元妙觀、東嶽行宮、府城隍廟和法石真武廟的

山門，都採用牌坊體建築，且多為三開間廟門，氣

派恢宏，十分壯觀，是閩南地區的典型古建築群。 

道教豐富了泉州的民間傳說。泉州流傳著與道教

有關的民間傳說很多，著名的有蔡襄修建洛陽橋的

故事。還有羅隱畫馬石、吳真人絲線診脈、裴道人

除蛇妖、呂洞賓與韭菜成、董伯華賣雷和飛陽廟與

金雞的故事。 

泉州的地名也滲入不少道教神仙的名稱。如土地

後、二郎巷、祈仕巷、裴巷、天後路、大城隍口、

小城隍口(縣城隍)。青龍蒼、上帝宮巷和登仙橋巷

等。這大約是該地歷史上祀奉過有關道教神仙，或

道教的民間傳說與該地有關而得名。 

對泉州文化的影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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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的民間諺語與道教有關的很多。如"阿散仙

"(喻遊手好閒的人)，"有燒金就有保庇"(鞭韃賄賂

之風)，"仙人打鼓有時錯"(喻犯錯誤難免)，"通天

教主專收無好徒弟"(喻別人的手下人不稱職)，"乞

丐背葫蘆-----假仙"(嘲笑偽裝行為)，"閻羅王嫁

女兒----鬼抬鬼"(指物以類聚)，"做天公也難中眾

人意"(喻辦事難)，"本地道士治本地鬼"(喻必須先

知情，後方能解決問題)。這些有關道教民間諺語

一定的哲理性，耐人尋味，豐富了民間的語言，是

一份寶貴的文化財富。 

 

對泉州醫藥方面的影響 

近代泉州地區有 10 多家專事生產、銷售丹膏丸

散的老字型大小店鋪，它們大多創業於明清代，世

代相傳，且與道教單傳秘方有關。如城隍廟種德堂

徐鏡心的"萬應神曲";西街台魁巷內保和堂的"白

塔療膏";扶元堂的疥藥;柯世德的消炎膏;炎嘗的 

#$%&丸(專治初生嬰兒的破傷風);保嬰堂的"保嬰

丹"(專治幼兒驚風病);花橋慈濟宮的"金汁"(專治

發高熱病症)。還有東門的"秋石丹"(專治過度勞

累)。泉州花橋慈濟宮，設有義診所，施醫贈藥，

且辟有草藥園圃，栽種中草藥，設置"金汁"製作、

儲藏地窖，對民間衛生事業作出貢獻。道教講清心

寡欲，修性養神，又講按摩，還講導引(武術)，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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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稱煉氣功。泉州現行的"八段錦"、"太極拳"，其

源流皆與道教有關。 

對泉州航海方面的影響 

道教與泉州古肛的航海技術關係十分密切。16

世紀，泉州的航海者寫了一本航海針路的書，該書

名《順風相送》(作者佚名)，書中載 15 條航線，

從泉州啟航的占 10 條，太武山啟航 3 條，福州啟

航 2 條。《順風相送》的開篇是《地羅經下針神文》，

是一篇開航前舉行祭祀禱祝的告文，文中羅列奉請

的道教神仙從四值功曹使者、歷代禦制指南針祖

師、通陰陽仙師，歷代過洋知山、知沙、知淺、知

深、知嶼、知礁祖師、羅經二十四向位尊神、羅經

坐向守護尊神、魯班師父部下仙師神兵將使、天妃

及千里眼、順風耳部下神兵，等等，數十種道教神

仙。 

《順風相送》開篇的禱告文曰:祝"扯起風帆遇順

風，海道平安往回大吉，金珠財寶滿船盈榮";"朝

暮使船長應護，往復過洋行正路，人船安樂，過洋

平善，暗礁而不遇，雙篷高掛永無憂"。而其中航

海針路"浯嶼大泥吉蘭丹"記載如下:浯嶼(金門)開

船碇內開。用丁未(113 度)及單丁(105 度)針七更

船平南澳坪山外(廣東饒平海上南澎列島)。針路一

直往西南方向，直至用坤申(142度)及庚西(172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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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三十更，船取吉蘭丹(今馬來西亞)港口。是泥地

拋船。用單申針七更船六坤，坤身尾有淺，過西邊

入港是大泥(北大年，在泰國南部)。這說明古代泉

州金門出了，經越南、馬來半島到泰國的航線，是

借道教八卦方位來計算航程和航向的《順風相送》

的作者是航海的行家，又精通道教八卦術，所以能

夠操作羅盤諸細節，且把航海技術常識神化，這就

不是一般道士所能做到的。 

 

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

伴隨著泉州道教的祭祀和慶典活動，因此產生一

個生產、銷售宗教用品的市場。近代，有些店號馳

名海內外，如西來意、西方國、西佛國、西明國、

西藏國等。其中尤以西藏國 為著名，專門雕塑

木、泥神像，作品造型優美，遠銷東南亞。生產香

料以博山堂 著名;金傳臚的紙紮聞名閩南。此

外，還有蒸制名類糕、 #$%&食品。據 1952 年泉州

市工商業登記資料，是年泉州城區有生產、銷售金

楮居民 35 戶、香料 16 戶、鞭炮 16 戶、糊紙 7 戶、

雕塑神像 2 戶、制神燈 7 戶(兼營刺繡神袍、鑄造

神器、印刷經書)、彩亭店 6 戶、木主店 2 戶。形

成一支數量不小的生產經銷道教用品的職業隊

伍，也形成一個專門銷售道教用品的市場。 

 



 - 31 -

對泉台文化交流的影響 

臺灣道教所信奉的神仙有不少是由泉州傳播過

去的。隨著海峽形勢的緩和，臺灣道教宮觀組織多

次回鄉謁祖進香團，到泉州進行謁祖和舉行文化學

術交流。如 1990 年 4 月，臺灣保生大帝聯誼會會

長、學甲慈濟宮董事長周大圍和顧問李炳南先生來

泉州訪問。5 月，組織 438 人的龐大進香團到泉州

花橋慈濟宮吳真人行醫參謁。進香團成員有 69 位

病人，得到花橋宮義診醫師的治療，一時傳為佳

話。1990 年 12 月和 1991 年 8 月，又兩度到泉州吳

真人慈濟宮參拜。1993 年 6 月，周、李二位先生，

又專程趕赴泉州參加《吳真人與道教文化》學術討

論會，會後出版《吳真人與道教文化》文集，加強

了泉州與臺灣的"五緣"文化交流。此外，石獅市永

寧鎮的城隍廟，古代分爐臺灣的台中、彰化、台南

和鹿港，至今在臺灣有 100 多座分爐城隍廟。1989

年 3 月和 1991 年 5 月，台中市靈興宮兩次組團到

永寧城隍廟謁祖。1994 年，石獅市也組織道教代表

團到臺灣回訪。1997 年 3 月，泉州市道教代表團也

應邀到臺灣訪問，受到臺灣道教界熱情的接待。這

表明道教對泉州與臺灣關係產生深遠的影響。 

 

元妙觀位於福建省泉州市東街。泉州元妙觀口俗稱

"天公觀"，位於位於福建省泉州市東街新府口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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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建于西晉太康年間(280-289)，初曰白雲廟，是

道教傳入泉州後所建的第一座道觀，也是道教傳入

福建後的第一座道教宮觀。 

 

清乾隆《泉州府志》雲:"元妙觀，在府治南。晉武

帝太康(280-289)中，為白雲廟。唐中宗神龍元年

(705)建觀，初名中興。開元間(713-741)改龍興觀

為開元，而以觀為隆興。宋大中祥符間(1008)，改

天慶。元成宗元貞元年(1295)，改玄妙(取《道德

經》'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'之意)。"清康熙七年

(1668)，為避聖祖玄燁之諱，又易名元妙觀，這一

名稱一直沿用至今。 

門前有塊 "九紫" 碑寓示"紫氣東來"的意思。觀內

分前後兩殿，前為玉皇殿，後為三清寶殿，兩殿以

天井相隔，依走廊相通。相傳由"六橋"中的迎仙橋

赴元妙觀接神迎仙，可心想事成。 

 

清源山介紹 

清源山(Qingyuan Mountain)位於泉州北郊，故

俗稱北山;又因峰巒之間常有雲霞繚繞，亦稱齊雲

山。面積 62 平方公里，主景區距泉州城市區 3 公

里。清源山是閩中戴雲山餘脈，峰巒起伏，岩石遍

佈盎然成趣，多處勝景天成，為 572 米，山脈綿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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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公里，象形岩石，千奇著名自然景區，有“閩海

蓬萊第一山”之美譽，為泉州四大名山之一。 

 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